
 

 

 
 

立即發表：  2018 年 10 月 2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撥款  2,000 萬美元打擊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的  MS-13 幫派暴

力   

  

承諾撥款  1,500 萬美元在布倫特伍德鎮  (Brentwood) 設立新社區中心   

  

撥款  250 萬美元給公園安全計畫  - 照明、監控、專門的紐約州警察局  (State 

Police) 巡邏隊   

  

撥款  100 萬美元支持新執法技術   

  

投資  100 萬美元給高風險青少年學徒編程課程   

  

撥款  50 萬美元給心理健康計畫和社會服務計畫   

  

按照葛謨州長的指示，撥款  4,500 多萬美元打擊長島地區的幫派暴力活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紐約州投資  2,000 萬美元實施新計畫，在長島地區

抗擊  MS-13 幫派活動。具體來說，紐約州將提供  1,500 萬美元的資本融資，支持

在布倫特伍德鎮建設新社區中心來提供一站式社會服務，此外還給該社區提供休

閒娛樂機會和教育機會。此外還提供  250 萬美元專款安裝新照明設備和監控攝像

頭來改善公園安全，利用  100 萬美元資金部署新監控攝像頭和其他執法技術以協

助薩福克郡警察局  (Suffolk County Police Department)。最後，還將花費  100 萬美

元資金支持學徒課程，這些課程向高風險青少年傳授就業技能和生活技能，此外

還撥款 50 萬美元改善長島地區的心理健康課程和社會服務課程。紐約州採取這

種全面方法，不僅有助於在短期內鎮壓幫派暴力，還能夠消除導致幫派暴力蔓延

的多種潛在因素。  

  

這些投資是葛謨州長最新採取的措施，旨在保護長島社區抵制  MS-13 等幫派滲透

到社區內的可怕暴力活動。除了在  2018-2019 財政年度預算案內提供  1,850 萬美

元專款用來在拿騷郡  (Nassau) 和薩福克郡根除  MS-13，今年初還額外發放  660 



 

 

萬美元款項用來打擊幫派活動，並阻止青少年成為幫派招募人員的獵物。在葛謨

州長領導下，打擊長島地區幫派活動的總投資已超過  4,500 萬美元。  

  

「MS-13 是一種災禍，奪走了太多年輕的生命，並影響了太多無辜人士，」州長

葛謨表示。  「公共安全是首要工作，每個孩子、每個家長都必須了解，我們正在

保護他們的生活和自由。殺害兒童的任何團體和任何暴徒，是一種特殊的公共安

全風險，我們將利用掌握的最精細、最具協調性的公共安全措施加以回應。」   

  

「伴隨美國各地發生可怕的槍擊事件和殞命事件，我們承諾保障紐約州全體民眾

的安全，」副州長凱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  「我們目前投資數百萬美

元給各種計畫和資源，用來幫助消除悲慘地影響長島社區的幫派暴力活動。我們

將不容忍本州出現任何形式的仇恨和暴力活動，我們將向侵害他人的人員追究責

任。我們團結一心，共同設法消除暴力，並保護兒童和家庭的生活。」   

  

承諾撥款  1,500 萬美元在布倫特伍德鎮建設新的現代化社區中心   

薩福克郡布倫特伍德鎮是近年來深受  MS-13 相關暴力影響的一個社區。社區領袖

召開會議審查可行的解決方案，期間反復確認需要建設新社區中心充當社區機構

的一站式店鋪，為包括布倫特伍德鎮校區  (Brentwood School District) 超過 1.9 萬

個學生在內的青少年提供全年休閒娛樂機會和教育機會。  

  

為了快速啟動該項目，紐約州將給薩福克郡撥發  1,500 萬美元的融資資金，用來

在布倫特伍德鎮建設新社區中心。此外，薩福克郡還將攜手艾斯利普鎮  (Islip) 帶

頭實施為期  90 天的社區規劃過程，用來確定該社區中心的準確位置和其他合作

夥伴，此外還確定了將提供給社區的便利設施和服務。社區將評估合適的建設場

地，包括布倫特伍德鎮州立公園  (Brentwood State Park) 一處  12 英畝的場地，以

及多個國有地塊。  

  

社區中心的便利設施包括彈性辦公空間和咨詢空間，供社區機構提供教育、就業

和心理健康服務，還提供表演藝術空間、足球設施及其他運動設施，此外還提供

課後活動和夜間青少年活動。  

  

規劃工作將由薩福克郡郡長史蒂夫·貝洛內  (Steve Bellone)、艾斯利普鎮鎮長安

吉·卡彭特  (Angie Carpenter) 與紐約州秘書長羅薩納·羅薩多 (Rossana Rosado) 共

同主持。選址結束後，設計預計將在  6 個月後完成，工程將在  15 個月後竣工。  

  

啟動斥資  250 萬美元的公園安全計畫  - 改善照明和監控設備，並在主要的州立公

園和地方公園提供專用州警察巡邏隊   

幫派暴力災禍開始出現在長島地區時起，執法機構就發現  MS-13 等幫派把公園用

作主要場地，用來招募人員、集會並實施暴力犯罪。實際上，公園內或附近，以

及其他森林地帶發現了超過十二個與幫派暴力相關的兇殺案件受害者尸體。  第一



 

 

項措施是，州長在布倫特伍德鎮州立公園等地點增加部署紐約州警察局巡邏隊，

該公園是個佔地  52 英畝的體育場館，每年有超過  74.3 萬人使用。這些工作目前

又推進了一步。  

  

紐約州將投資  250 萬美元升級人流密集的州立公園和地方公園，以及羅伯特 ·克萊

蒙特公園 (Roberto Clemente Park) 和布倫特伍德鎮其他地方公園的安全設施。升

級的主要設施將包括新照明設備和監控攝像頭。這筆資金將分兩部分發放：撥款  

50 多萬美元在布倫特伍德鎮州立公園安裝多達  225 個新照明設備和多達  10 個攝

像頭，並撥款將近 200 萬美元在郡公園和地方公園支持安裝多達  500 個照明設備

和多達 100 個攝像頭。  此外，紐約州警察局將與執法夥伴合作，包括州立公園警

察局  (State Park Police) 和地方警察局，在有過  MS-13 活動的主要公園內設立專

門的巡邏隊。  

  

該承諾延續了葛謨州長自  2011 年起在長島州立公園  (Long Island State parks) 持

續提供的具有歷史意義的  1.547 億美元投資，這筆投資的用途包括改善通道、升

級設施以及增加節目。  

  

撥款  100 萬美元支持新執法技術   

與美國其他執法機構一樣，薩福克郡警察局使用多種不同技術，例如監控攝像

頭，不僅用於打擊幫派暴力，還用於支持其他反犯罪行動。這些設備在使用過程

中發揮重要作用，幫助追蹤  MS-13 等暴力幫派的成員，這些幫派成員的短暫流動

性日漸增強。遺憾的是，薩福克郡目前由  26 個監控攝像頭組成的網絡不足以覆

蓋其大約 2,000 平方英哩廣袤地理範圍內的高犯罪率區域。  

  

為加強該網絡，紐約州目前投資  100 萬美元部署無線監控攝像頭和其他技術，薩

福克郡目前的部署量由此翻了一倍。此外，這筆投資將增加數據的數字存儲容

量。這些設備收集的主要資訊將通過現有的地區情報中心提供給地方、州和聯邦

執法機構。  

  

投資  100 萬美元給高風險青少年學徒編程課程   

MS-13 這類幫派的招募渠道主要依靠誘騙高風險青少年，這些人脫離社區，並且

容易誤信犯罪生活是他們取得成功的唯一機會。要有效破壞，並最終截斷該渠

道，必須提供戰略投資用來為弱勢青少年提供所需的重要生活技能和就業培訓，

從而創造事業並重新加入社區。  

  

為此，紐約州將投資  100 萬美元給學徒課程，在兩年內與社區機構合作為多達  

100 個高風險青少年提供密集的技能培訓、就業培訓以及就業安置服務。獲得這

筆資金的機構必須展現全面的理念，設法培養寫作、口頭溝通及守時等軟技能，

以及利用職業培訓培養硬技能來幫助青少年取得成功。  這筆資金將創造機會，供



 

 

青少年獲得現場就業培訓和實習、新教育機會和社區服務機會、咨詢服務，與此

同時幫助培養領導力和公民參與技能。  

  

為了著手實施這項計畫，紐約州兒童與家庭服務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 將在十一月初發佈《招標書  (request for 

proposals)》，用於確定在接觸輟學青少年和失業青少年、有風險或已經加入幫派

的青少年，或目前捲入刑事司法體系的青少年方面有成功履歷的機構。這些機構

必須證明其有能力提供這些專項服務，和 /或與能夠提供教育活動、勞動力發展培

訓以及諸如指導等社會支持服務的其他團體合作。  

  

撥款  50 萬美元給心理健康計畫和社會服務計畫   

紐約州了解生活在受幫派暴力影響的社區內的家庭承受的創傷，因此將提供共計  

50 萬美元資金，更好地為民眾提供心理健康服務和生活服務以幫助民眾取得成

功。這筆資金將分三部分發放：撥款  5 萬美元給兩所學校，用於協調心理健康服

務和咨詢服務；撥款  25 萬美元紐約州『槍支  (SNUG)（GUNS 槍支倒序拼寫）』

計畫的兩項街頭外展計畫，派遣社會工作人員識別並治療心理創傷；撥款  20 萬

美元給受害者援助計畫，用來增加個案管理人員，從而更好地提供重要支持。  

  

受幫派暴力影響的青少年除了承受痛苦，其中很多人都來自不幸的家庭，或經歷

過其他許多苦難。這些人真正克服這些不幸的境況前，必須先獲得必要的心理健

康支持和服務。  因此，布倫特伍德鎮高中  (Brentwood High School) 和新人中心 

(Freshmen Center) 將分別獲得  2.5 萬美元資金，用來支持本學年的社區學校心理

健康撥款。  這筆資金將供這些社區學校加強能力，以支持學生的心理健康需求。

發生暴力事件後，學生可能因為創傷而產生複雜的情感需求，這些需求須獲得支

持，學生才能學習並蓬勃發展。這些撥款將支持協調心理健康服務和咨詢，此外

還針對心理創傷和創傷護理提供教師培訓。  

  

此外，州刑事司法服務處  (Division of Criminal Justice Services) 在長島地區管理的

『槍支』計畫街道外展計畫也是一項重要資源，用來在社區內打破幫派與槍支暴

力循環。 這些計畫由本州提供共計將近  70 萬美元的資金予以支持，將僱用與社

區有聯繫並能夠在發生暴力犯罪時做出響應的暴力干預人員。這些受過專門培訓

的工作人員還能識別衝突，並在衝突造成更多暴力和報復行為前加以解決。為了

提供更多支持，紐約州目前追加投資  25 萬美元，給現有的『槍支』計畫長島地

區街道外展計畫增加  4 個新社會工作人員，這些計畫是亨普斯特德鎮  

(Hempstead) 家庭與兒童協會  (Family and Children's Association) 以及維丹奇村  

(Wyandanch) 薩福克郡經濟機會委員會  (Economic Opportunity Council of Suffolk 

County)。這些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員還將為計畫工作人員提供重要的支持，並充當

正規醫療體系的重要環節。  

  



 

 

最後，長島地區目前由  9 項受害者援助計畫構成的網絡將僱用更多個案管理人

員，這些人將簡化並改善提供給犯罪受害者及其家庭的服務。紐約州目前投資  20 

萬美元新增多達  3 個個案管理人員，負責幫助受害者獲得援助以改善生活，例如

咨詢和危機干預，並為受害者聯繫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例如住房案件、移民案

件、家事法庭  (Family Court) 涉及撫養權、贍養和保護令的案件。這些管理人員將

充當受害者及其家庭的引導員，陪伴其尋求援助並申請獲取其他州資源和地方資

源。 

  

議員費爾·泊伊爾  (Phil Boyle) 表示，「學生參與充實的課後活動來學習就業技能

和生活技能時，就會加強與社區的互動，並減少加入諸如  MS-13 等幫派的概率。

我們投資於預防計畫用來減少幫派暴力和招募活動，從而為最弱勢的紐約民眾提

供更好的未來選擇。我期待與葛謨州長合作，繼續投資於這些機會，以確保青少

年能夠充分發揮潛力。」   

  

州眾議員菲爾·拉莫斯  (Phil Ramos) 表示，「長島社區發生的幫派暴力已經持續

了太長時間。這些投資不僅將為全體居民重新樹立安全水準，還將支持年輕的紐

約民眾參加更多課後活動，並利用新就業培訓機會，從而幫助長期打擊幫派招募

活動。我期待繼續與葛謨州長以及諸位議會同仁合作，為全體居民建設更加光明

的未來。」   

  

薩福克郡郡長史蒂夫·貝洛內  (Steve Bellone) 表示，「葛謨州長提供的撥款將打

好基礎用來進一步授權我們的教育工作者和領導人員實現早期干預，並幫助有風

險的青少年避免加入幫派。今年的州預算案提供創紀錄規模的州資金用來打擊  

MS-13 等暴力幫派，州長了解我們需要採用全面戰略，包括與地方社區合作。我

們目前需要更多行動而非更多豪言壯語來尋找有利於長島地區全體民眾的解決方

案，州長在這個時候支持薩福克郡，我對此不勝感激。」   

  

薩福克郡立法委員莫妮卡  馬丁內茲  (Monica Martinez) 表示，「MS-13 等暴力幫

派的活動目前威脅到長島社區，這是無法接受的，我們今天傳遞出明確訊息，即

我們將不會容許暴力犯罪威脅到居民的安全。街道、街區和社區的安全是我們的

首要工作，我們將憑藉這些重要的投資將朝著徹底消除這種暴力推進。感謝葛謨

州長持續支持這場鬥爭，並承諾保障紐約民眾的安全。」   

  

伊斯利普鎮鎮長安琪  M. 卡朋特  (Angie M. Carpenter) 表示，「感謝葛謨州長投資

於我們的社區。這些新資源將改善居民的生活質量，與此同時保障居民的安全和

福祉。」  

  

家庭與兒童協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傑夫 ·瑞諾德斯  (Jeff Reynolds) 表示，「社區

支持對打擊長島地區因為這個可怕的幫派而經受的暴力至關重要。我們建設新社

區中心保護兒童遠離街道，並在需求度最高的區域實施重要的安全升級，朝著在



 

 

我們的街區內根除  MS-13 又邁進了一步。感謝葛謨州長資助這些計畫，並持續支

持長島地區，因為我們設法建設更加安全的、沒有幫派的社區。」   

  

長島協會  (Long Island Association, LIA)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凱文 勞 (Kevin Law) 表

示，「開展工作減少犯罪活動對於推動經濟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企業只有在

地犯罪率的社區內才能蓬勃發展。感謝葛謨州長持續開展工作打擊  MS-13，並採

取更多措施鞏固布倫特伍德鎮和中伊斯力普市地區。長島協會期待參與規劃過

程，建設亟需的社區中心，並識別私人部門合作夥伴。」   

  

布倫特伍德鎮校區主管理查德·羅斯徹納  (Richard Loeschner) 表示，「葛謨州長

承諾提供空前規模的投資，用來幫助我們社區抗擊  MS-13，這筆新資金將為社區

機構和學校提供需要的資源用來截斷招募渠道。我期待繼續與葛謨州長、州夥伴

及地方夥伴合作，以保障長島地區兒童的安全。」   

  

長島幫派暴力抗擊活動   

在葛謨州長領導下，針對全面打擊長島幫派活動的總投資已超過  4,500 萬美元。

除了在 2018 年提供的這筆新投資，2018-2019 財政年度預算案還提供  1,850 萬美

元專款用來在拿騷郡和薩福克郡根除  MS-13，今年初還額外發放  660 萬美元款項

用來打擊幫派活動，並阻止青少年成為幫派招募人員的獵物。  

  

2017 年，州長指示紐約州警察局向長島部署資源，幫助抗擊  MS-13 黑幫組織，

包擴向布倫特伍德鎮和中伊斯利普市  (Central Islip) 增派  25 名州警員，執行高能

見度的巡邏工作；並展開臥底行動，特別針對和滲透已知擁有大量幫派活動的社

區。州警察局還提供了六名新調查員參加聯邦調查局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FBI) 組織的長島黑幫活動任務組  (Long Island Gang Task Force)。該

任務組由超過  30 名來自聯邦、州政府和當地執法合作夥伴的成員構成，旨在幫

助各大機構整合情報和其他資源，執行全面的幫派活動調查。  

  

州長還宣佈部署一隻由  10 名州警員構成的新黑幫暴力預防小組  (Gang Violence 

Prevention Unit)。該小組將探查幫派活動早期預警跡象，與薩福克郡警察局  展開

密切協調，啟動「Educate the Educators」(培訓教育人員) 專案，幫助老師和教職

員工認識到黑幫參與和招新的早期跡象，為學生提供培訓，告知其街道黑幫組織

所帶來的危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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